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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美丽家园’美如画，农村建设大变

化。俺当个新型农民多荣耀，过着幸福新生

活。路宽街净有花草，文化大院活动多。农

家小院好温馨，日子赛过城里人。”11月11

日，沈丘县周营乡孟寨行政村农民孟现宣吟

诵的一首赞美“美丽家园”的打油诗，吸引了

记者一行。

孟现宣的家庭小院干净、素雅。院落里

一半由水泥铺就，一半是菜园。院落前靠近

邻居的屋后，一簇簇绿色茂密的竹子，把他

的小院点缀得颇有一番诗意。

孟寨行政村房屋排列整齐，户户门前既

有花木，又有蔬菜，干净平整的水泥路通到

每户家门口，街上每隔几户都建有一个垃圾

池，村民生活废水通过地下管道排到村边水

沟。统一刷上白灰的村屋，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格外明亮、整齐。

村民见记者来，凑上前介绍村里的过去

和现在。以前每到夏天，污水横流，臭味难

闻，村民意见大，村“两委”干部头疼。去年5

月份开始，沈丘县在全县开展“清洁家园”行

动，乡村干部带领村民对人居环境进行集中

整治，通过硬化、绿化、亮化、洁化、美化，现

在村子面貌焕然一新。平坦光亮的水泥路

一尘不染，特色文化墙上的墙体彩绘农家画

令人赏心悦目。村里4名专职保洁员，每天

早晚各打扫一次村子，村里和城镇一样干

净。

沈丘县的做法只是周口市的一个缩影。

周口市以乡镇政府所在地和国道、省

道、县道两侧村庄为重点，坚持政府引导、群

众参与、乡镇负责、部门联动、企业帮扶的原

则，突出“抓点、带线、促面”，切实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作为基础工作的一项重要

载体。各地根据实际，整治村每村每年解决

以奖代补资金2万~6万元用于保证保洁员

的工资和保洁队伍的稳定，使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工作长期有人管，逐步建立起环境卫生

的长效保洁机制。

项城市秣陵镇西陈村、高寺镇张营村，

都建立了“美丽家园”长效机制，各村配备了

6个保洁员。村里摆放着绿色的垃圾桶，家

家户户都自觉出来倒垃圾；西华县逍遥镇常

村建有文化健身广场，每天晚上都有500多

人在这里跳舞、唱戏、散步。

通过全面整治，截至目前，该市共完成

3279个行政村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达到全

市行政村总数的80%。

周口市委农办主任韩华感慨地说，“美

丽家园”不仅美在环境，更美在人们心中。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17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做好南水北调中

线河南段沿线中小学预防溺水工作，省

教育厅要求，要将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要

求传达到每一所中小学校、幼儿园，落实

到每一位学生。

据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我省多段

流经城市市区和村庄边沿，周边中小学数

量众多，各中小学校要通过安全教育课、

举办专题讲座等途径，利用教育部、省教

育厅等网站发布的预防溺水安全知识，及

其免费发放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挂图、卡片

等多种资源，强化安全教育。确保防溺水教

育落实到每一个班级、每一名学生，特别是

农村学生、男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岳华峰

吴尚霖）近日，河南农业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会举办了“笔尖公益——用文字温暖

大山里的孩子”活动。活动现场提供由

山区留守儿童提出的问题，参与者现场

以书信形式回答这些问题并附上寄语。

这些孩子多是山区留守儿童，因父母

外出打工而在学校寄宿，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有了自己对生活、对人际关系的一些

困惑。因为身处山区，各种硬件设施不齐

备，经济条件不允许，孩子们通过课本、网

络寻找问题的答案非常不易。所以，书信

就是他们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最好方式。

该活动负责人杜红伟说，“我们用自

己学到的知识，用自己生活的经历给孩

子们写一封信，帮助他们解决内心的困

惑，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今年45岁的桑战伟，是汝阳县城关镇云

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开了一家“云梦人家”

的农家餐馆，因餐馆摆满了一块块巧夺天工

的奇石，他家的生意异常火爆，客人们在品尝

美食的同时，还能购买些奇石回家把玩、观赏

或赠送亲友，开餐馆、玩奇石，让桑战伟一家

走上了富裕路。最近，听说他又玩起了盆景，

而且收获颇丰。

11月15日，记者来到汝阳县城关镇云

梦村。在村民的引导下，记者来到桑战伟的

盆景园——桑梓园。走进桑梓园，一排排摆

放在水泥板架子上的精美盆景尽收眼底，桑

战伟正在和员工一起，修剪盆景，一盆盆近乎

腐朽的灌木根长满了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

桑战伟说，早些年在搜寻奇石的时候，他

就接触到了根艺与盆景。豫西山区多灌木，

他发现山上灌木丛中有许多造型精美的朽

木，就将其连根取下拿回家中。经过修剪、定

型、装盆，普通的灌木树根就变成了精美的盆

景。随着收集到的朽木树根增多，2013年，

他租了15亩地建起了桑梓园，让游客在品尝

美食的同时，还能到桑梓园感受大自然的美

妙与神奇。

桑战伟告诉记者，他目前已收藏的、上好

的精美奇石达1000余件，奇石料1万余件；

桑梓园中的盆景主要以黄荆、迎春花为主，数

量达4000余盆，还有崖柏等300多盆。桑梓

园开办后，每天都吸引着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观赏与购买。桑战伟说，他准备把这些盆景

登记造册，拿到网上销售，让美带给更多的

人，让更多的人观赏与购买。

11月17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从驻马

店市驿城区检察院获悉，经该院提起公诉，驿

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无证批发

销售价值34万余元香烟的吴胜利有期徒刑6

年，并处罚金5万元。

今年33岁的吴胜利是遂平县人，在驿城

区居住。2011年初，吴胜利得知可以低价收

购香烟，到别处高价卖出，赚取中间的差价，

于是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

下，让其表弟刘秀（已判刑）从深圳批发香烟

用于销售，并答应每条给刘秀提成一元钱。

“提货”时，由吴胜利把需要的香烟通过电话

告知对方，刘秀再到深圳市龙华街烟行进货，

然后通过深圳市龙华汽车站发往遂平的大巴

车托运到驻马店，并把吴胜利尾号为6668的

联通号码留给大巴车司乘，货到驻马店后，吴

胜利直接去“提货”再进行批发，“兄弟”俩通

过“购货”和“提货”的方式共购买价值

195800元的卷烟。

尝到第一桶金的甜头后，2011年4月份，

吴胜利又通过熟人介绍，到平舆县解放路西

段名烟名酒副食批发店李姐处批发香烟。每

次吴胜利需要烟时，就将所要烟的数量以短

信形式发到李姐手机上，李姐则通过平舆到

驻马店的客车给吴胜利“发货”，然后批发销

售给驿城区立方城工地、通达路果果店等零

售商户，至案发止，吴胜利共从李姐处购买价

值147541元的香烟。

2012年8月2日12时许，驻马店市烟草

专卖局执法人员在公安部门配合下，到驻马店

市乐山路北段木材公司家属院吴胜利的货物

存放地进行清查，当场查获吴胜利通过不正当

途径囤积的无规定防伪标识香烟1233.5条、假

烟268.9条，查获香烟价值共计94078元。

案发后，据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

审查，2011年上半年至2012年8月1日，吴

胜利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具备

经营卷烟资质的情况下，共购买香烟价值

343341元。

2014年3月27日，驿城区法院公开审理

了吴胜利非法批发香烟案件。法院认为，被

告人吴胜利明知烟草属国家规定的专营、专

卖物品，其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香烟批发销

售共计价值343341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11月16日，沈丘县北城办事处南王庄

村民赵金花在田地里分拣红薯。据了解，

该村村民李高岭回乡创业，流转了100多

亩土地种植紫皮红薯，并安置本村50多位

留守妇女就业。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肖飞崔丽

土地撂荒，乡亲心痛。

只因为广大农民对土地的

眷恋与热爱，全国人民才不至于

饿肚子。这些农民的权益尽管被

不法侵害，但他们一不非法上访，

二不抢占抢种闹出群体事件，农

民的质朴和善良让人感动。

“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

国人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

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三中全会推广“大包干”，解决

了耕者如何耕其田的问题，改

革开放“大包干”先行，农民兄

弟功不可没。洛阳市洛龙区的

部分地方，非法转让土地、违法

占地、荒芜土地，暴殄天物，让

百姓望地兴叹，恶莫大焉！

中央几个一号文件都明确

指出：对本地区耕地的保护，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负总

责。如今农民反映了，问题出

来了，这个“负总责”就要担当，

就要解决。说问题复杂，难于

协调是推诿；说已有赔偿是搪

塞；再拖下去就是典型的“四

风”，就是顶风作案。

学 习 焦 裕 禄 说 难 也 不

难。当年焦裕禄领导群众治

风沙治盐碱，还不是为了让农

民种上好地？今天全省各有

关部门行动起来，拿出焦裕禄

当年治沙的精神治理“撂荒”，

还怕农民种不上原本属于自

己的地？！

无论如何，“撂荒”，不应成

为粮食大省的热门话题。

11月13日，洛阳市洛龙区

李楼镇城角村的郭留森、丁笃

敬、丁苏台等村民向本报反映：

自 2009 年开始，城角村有

1000亩耕地陆续被现任村党

支部书记潘龙庆和前任村委主

任郭方福用“以租代征”的形式

租给了关林利得毛毯厂、防尘

玻璃厂等多家企业，租期 50

年。当时，并没有给老百姓签

订租赁合同，村民们仅得到每

亩每年 1600～1800 元的租

金。4年多过去了，这些耕地一

直被圈占着，既不开发也不利

用，荒芜至今。

11月15日，记者赶赴当地

采访。在城角村东北侧一处用

砖墙围起来的农田里，满是一

人多高的荒草和堆积如山的建

筑垃圾，一位老人正在翻地。

记者问老人在干啥？他说：“这

块地已经撂荒4年多了，看着

实在心疼，俺想着能不能种点

啥。尽管灌溉设施已经被破坏

了，但地里多少也能长点东

西。”路旁的一位农民告诉记

者，这块被圈耕地大约有600

亩，村里其他地方还有两处被

撂荒的耕地，大约400余亩。

记者在一份由洛阳市洛龙

区李楼乡（李楼镇的前身）城角

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洛阳市

关林利得毛毯厂（乙方）于2010

年3月23日签署的“土地租赁

协议”中看到：协议签署后，乙方

对其所持有的权利证书享有完

整的使用权和处分权（包括转

租、抵押、质押、担保等）。甲方

对此不予阻挠和干涉，并协助乙

方享有上述权利的实现。一位

村民说，这个协议他们根本就不

知道，协议书也不是他们签署

的，而是由原村干部们采取欺

骗、蒙蔽等方式造的假。

郭留森告诉记者：“眼瞅着

一片片被撂荒的土地，乡亲们心

疼啊！我们曾向李楼镇政府和

洛龙区政府反映多年，但一直没

人管。我们只想说，尽快让村民

把这里撂荒的土地复耕吧！”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武鹏亮）

11月10日，2014年11月“中国好人榜”候选

人揭晓，许昌市供电公司退休员工许长松、许

昌市地税局退休干部苏金昌两人分别入围“中

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候选人。

据了解，68岁的许长松是许昌供电公司一

名不戴红袖章的“文明志愿者”，退休后自备工

具，连续8年义务清理城市“牛皮癣”，美化了

市民生活环境，被市民亲切誉为城市环保“美

容师”。他把拾到别人丢失的提包、银行卡想

方设法物归原主；面对小广告，许长松不光清

理，而且将非法小广告拿回家，打电话刨根问

底，查找源头，对乱贴非法小广告的人进行劝

说和批评，然后将线索集中整理，把办假证的

手机号码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向警方和创建

指挥部反映。

许昌市地税局退休干部苏金昌热心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2012年退休后义务举办

公益讲座或演讲20余场次。投入经费4万

余元，成立许昌市爱心敬老艺术团，为全市

乡镇中心敬老院和城区老年公寓开展“送欢

乐、送文化、送温馨”巡回慰问演出85场，受

到孤寡残疾老人的热烈欢迎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范谡进崔

静记者冯刘克）目前正在进行的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巩义

市筑牢“四条防线”，构造换届选举

“防护墙”，为换届选举保驾护航，使

村级组织真正换出活力、换出动

力、换出加快发展的可喜局面。

巩义市把握村情民意“基准

线”。该市各镇办包村干部进村

入组，搞好调查摸底，本着精干高

效原则，真正把政治素质好、带头

致富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

强、热心为群众服务、办事公道、

会做群众工作、群众公认的农村

优秀人才选进村级组织班子。与

此同时，该市层层架设监督“高压

线”。市委成立7支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督导组，紧扣换届程

序和节点巡回督查，并加强换届

选举纪律教育，加大违纪查处力

度，明确换届选举工作“红线”，有

效防止各类违法违纪行为。

截至11月13日，该市288个

村已有274个村级党组织顺利产

生了新一届的党支部委员会，其中

支部书记连任的195个村，连任率

达到71.6%。在已经完成支部换届

的村中，有150个村选出女委员。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崔国

安李双）11月13日，南阳大印集团有限

公司联袂南阳隆泰仁医药有限公司、南

阳久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组成志愿小

组，开展了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的

“送健康下乡”活动。

志愿小组10余位成员来到宛城区

茶庵乡贾洼移民新村，为乡亲们送来了

价值近3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茶庵

乡政府副乡长刘保雷介绍说，贾洼移民

新村是2009年动工兴建的，2010年8

月，淅川县大石桥乡贾洼村252户1053

人移民搬迁到此。在4年多时间内，移

民乡亲们发扬“奉献、担当、协力、共赢”

的南水北调移民精神，建设新家园，开辟

新生活，移风易俗，完全融入了当地生

活，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新景象。大印集

团等企业为移民们送来药品和健康用

品，奉献了爱心，也温暖了移民的心。

周口 路宽街净有花草 文化广场活动多
□本报记者巴富强中原三农网记者孙智

我省南水北调沿线
要谨防学生溺水

河南农大学子
给留守儿童寄信解惑

南阳三家爱心企业
为移民村送药品

建设美丽乡村

香烟不是想卖就能卖
遂平县一男子无证销售香烟获刑6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增义赵海洋

许昌人许长松、苏金昌入围“中国好人榜”

汝阳农民桑战伟 盆景玩出大名堂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杨远高文/图

桑战伟在修剪盆景桑战伟在修剪盆景

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城角村

撂荒土地撂荒土地 圈地占地不开发圈地占地不开发关注关注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杨远高

千亩耕地撂荒4年多
村民反映多年无人管

“撂荒”，不应成为
粮食大省的热门话题
□周小战

巩义市

筑牢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防护墙”

短评▶▶

11月16日,豫西南第十届种子信息发布暨产品展示会在南阳市体

育中心举行，来自山东、湖北、安微和我省的近百家种子企业参展。据

南阳市种子管理站赵群友站长介绍,此次会议旨在为省内外种子企业和

当地商户搭建种子交易平台，促进新品种推广。 本报记者孙志刚摄

省教育厅要求


